
上半年处罚逾11万辆次排放超标车
本报讯（记者 孙艳） 昨天，北

京市生态环境局对外发布上半年
生态环境执法情况。 上半年全市
生态环境部门针对固定源共立案
处罚2326起，处罚金额8438.13万
元。其中大气类违法行为1101起，
处罚金额2519.52万元。移动源污
染执法， 全市通过路检路查和入
户检查，处罚车辆超过11万辆次。

市环境监察总队总队长赵志
威介绍，在固定源检查方面，今年

“点穴式”专项检查扩大“点穴”范
围 。 综合考虑街乡镇细颗粒物
PM2.5、总悬浮颗粒物TSP的浓度
排名情况， 市级生态环境部门每
月从排名靠后的30个街乡镇中选
取10个， 各区每月对辖区内排名
靠后的3个街乡镇开展 “点穴”执
法；检查范围较2018年范围扩大3
倍。同时利用热点网格报警信息、
车载PM2.5移动监测系统等科技
手段， 精准发现各类环境污染问

题。截至6月底，市级“点穴”已覆
盖12区30个街乡镇， 区级“点穴”
已覆盖102个街乡镇，共检查各类
污染源点位13115个，发现环境违
法问题2134起。

全市查处重大环境违法案件
457起，其中查封扣押430起；联合
“环保警察”办理适用行政拘留环
境违法案件21起。 上午发布的10
起固定污染源执法典型案例中，
涉及大气的有5个，占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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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白莹 ） 8月1
日， 北京市海淀区企业登记微服
务平台正式上线运行， 该平台依
托于海淀区市场监管局微信公众
号，以“企业注销套餐”为核心功
能，通过构建线上咨询平台，为企
业提供更加智能化、 便利化的注
销咨询服务。

随着优化营商环境进程的不

断推进，市场主体数量稳步增长，
相比注册企业的越来越便捷，“注
销难”的问题日益凸显。刚上线的
“企业登记微服务”不仅可以满足
退场企业的需求，关于企业设立、
变更、 备案以及增补换照等登记
问题都可以在“海淀市场监管”微
信公号找到答案。截至目前，海淀
区累计注销企业1.77万户。

本报讯（记者 周美玉） 记者
昨天从市交通委获悉， 为方便市
民刷手机乘坐公共交通出行 ，今
天起， 苹果手机开通北京市政交
通一卡通将不再收取开卡相关费
用， 本市将全面实现手机免费开
通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服务。自
此， 北京市公共交通NFC移动支
付全面进入“零门槛”应用阶段。

随着电子支付的普及， 手机
一卡通由于其方便快捷的支付体
验， 使刷手机出行越来越受到百
姓的青睐。 为持续提升本市公共
交通智能化服务水平， 市交通委
于今年年初将 “取消手机一卡通
开卡费”列为重点工作之一，并于

7月3日率先取消了安卓手机北京
市政交通一卡通的开卡费。

iPhone 6或更新机型，及 Ap鄄
ple Watch Series 1或更新机型用
户均可在线免费开通北京市政交
通一卡通。 用户可通过北京市政
交通一卡通APP或苹果手机钱包
APP进行操作， 具体开通方法可
关注“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微信
公众号（ID:bmacwx）了解。

此次苹果手机取消一卡通开
卡费用 ， 意味着北京公共交通
NFC移动支付已全面进入 “零门
槛”应用阶段。未来，市交通委将
继续推进互联网新技术与传统交
通业的深度融合， 为市民打造多

模式、一体化、全覆盖、高品质的
智慧公共交通出行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 除取消新开
卡的可退服务费外， 老用户也可
提前申请可退服务费的退还。据
市政交通一卡通公司介绍， 凡开
通过该项服务并交纳过20元可退
服务费的用户， 今天起可随时通
过最新版北京一卡通APP发起可
退服务费的退还申请， 所退费用
将以充值形式转至手机一卡通的
卡内余额， 方便用户刷手机乘车
使用。需注意的是，未进行实名认
证或未将卡片与一卡通账户进行
绑定的用户， 需依照提示完成相
关操作后再进行退还处理。

海淀企业登记微服务平台上线运行

本报讯 （记者 唐诗 通讯员
李林林） 尘毒危害防治措施不落
实、 不为劳动者配备符合国家标
准要求的个体防护用品……7月
31日 ， 记者从怀柔区卫健委获
悉， 今后存在这些违法行为且拒
不整改的用人单位， 将被依法从
严处罚。

怀柔启动矿山 、 冶金 、 化
工、 建材四个行业领域尘毒危害
专项治理工作， 以控制和消除职

业病危害。 此次专项整治工作预
计2020年7月底结束。 此次整治
分为摸底排查、 宣传部署、 自查
整改、 评估检查、 全面总结五个
阶段。 通过专项治理， 使职业危
害项目申报、 职业病危害因素定
期检测评价、 接触职业病危害的
劳动者在岗期间职业健康检查、
危害严重岗位劳动者个人防护用
品配备等7个职业健康指标均达
“100%”。

怀柔启动尘毒危害治理控制职业病危害

苹果手机今起可免费开通交通一卡通

本报讯 （记者 边磊 ） 7月29
日—30日， 北京市迎来本年汛期
最大降雨， 门头沟大部分地区普
降大到暴雨， 清水地区降雨量超
过130毫米， 已达到大暴雨级别。
因道路养护工人多年的巡查经验
和对灾害敏锐的判断， 避免了山
体滑坡带来的人员伤亡。

7月30日12点55分，门头沟张
马路K0+150处发生山体崩塌，阻
断半幅公路，塌方量达到了200余
立方米。 市政路桥养护集团第八
公路工程处在接到地灾预警后，
立即启动预案， 派专人值守隐患
点路口， 巡查人员全天不间断的
开展巡视。 陈讳正是这些巡查人

员中的一名。12点50分，当他再次
行至张马路K0+150处时，突然发
现山体有零星的碎石掉落， 多年
的巡查经验和对灾害敏锐的判断
直觉，让他感到不详的预感。他第
一反应就是迅速跳下巡查车，扛
起断路指示牌，冲到道路中间，拦
停过往车辆， 立即采取断路措施
……时间仅仅过了5分钟，随着一
声巨响，巨石夹杂着泥沙，滚落到
他的身后……正是陈讳的准确判
断与迅速应对， 避免了一场灾难
的发生。

面对塌方， 他又立即拨通了
清水专养段的电话， 将现场情况
上报段长， 同时留在现场继续实

时观测各种变化情况。 清水专养
段立即组织了15名抢险人员，铲
车、运输车等机械设备6台 ，火速
赶往现场，待塌方山体稳定后，立
即开始抢险清理工作。15时，清理
工作全部完成， 公路恢复了正常
通车。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市住建委对外通报清华大学北体
育馆项目、 北京大学工学院与交
叉学科大楼2号楼项目违规处置
建筑渣土问题。

通报显示， 这两项工程施工
现场存在渣土运输车辆未按规定
时间上路行驶、“进门查证、 出门
查车” 管理规定落实不到位等问
题，且情节特别严重。因此， 市住
建委决定对上述单位进行全市通

报批评 ， 同时依据 《关于修订
〈北京市建筑业企业违法违规行
为记分标准〉 施工现场扬尘治理
有关内容的通知》， 对中建一局
集团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北
国建筑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暂停在
海淀区建筑市场投标资格30天；
对北京延红机械施工有限公司、
北京成伟兄弟运输有限公司列入
北京市住建系统 “黑名单”， 禁
止在住建系统承揽业务。

日前，通州区市场监管局来到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开展远离传销进
校园宣传活动。执法人员从传销的特点、对学生的危害、如何警惕就业
陷阱等内容分析大学生误入传销的主要原因， 并提出了预防大学生陷
入传销活动的有效措施。 本报记者 赵思远 通讯员 陈飞 摄影报道

校校园园宣宣讲讲传传销销危危害害

本市公共交通NFC移动支付进入“零门槛”应用阶段

养路工机警判断 山体滑坡无人员伤亡

外籍高层次人才备案后可兼职创业
本报讯 （记者 闫长禄 ）国家

移民管理局部署向全国复制推广
服务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12项政
策措施后， 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
管理局按照市公安局统一安排，
将此作为全面深化出入境领域
“放管服”改革的又一项重大便民
举措， 自8月1日起在市公安局出
入境接待大厅、 中关村外国人接
待大厅和朝阳、石景山、通州、顺

义外国人服务大厅等本市6个外
国人出入境接待场所全面实施。

据了解，12项政策措施中有3
项在京首次实施， 在国内重点高
等院校、 科研院所和知名企业工
作的外籍高层次人才， 经工作单
位和兼职单位同意并向公安机关
出入境管理部门备案， 可兼职创
新创业； 国内知名企事业单位邀
请来中国实习的境外高校外国学

生， 凭邀请单位函件和高校就读
证明等材料， 可向公安机关出入
境管理部门申办有效期1年的签
证进行实习。 根据政府间协议来
华实习的境外高校外国学生，可
按规定申办工作类居留许可；在
外国人较集中地方推进建立移民
事务服务中心（站点），为常住外
国人提供政策咨询、居留旅行、法
律援助等社会融入服务。

连日来， 大兴区消防救援支
队积极开展夏季大练兵活动。百
米负重、单杠、枪炮协同灭火操、
纵深灭火救人操、 初战快速出水
控火操……消防指战员在训练场
上艰苦训练各个科目。 通过高温
下反复操练， 提高执勤训练实战
化水平，不断提升整体战斗力。

本报记者 周美玉 摄影报道

大兴消防支队
掀起夏季大练兵

清华北大两项校内工程违规被通报

本报讯 （记者 盛丽） 近日，
北京市发改委批复了延庆综合交
通服务中心（换乘中心）项目。新
建的换乘中心位于既有的延庆火
车站站场以北、圣百街以南，是集
高铁、市郊铁路、公交、出租车、旅
游大巴、小汽车、自行车等多种交
通换乘于一体的综合枢纽。

换乘中心距北京市区约75公

里，项目总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
米，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综合换乘
大厅、铁路站房及公安、公交等业
务用房。 延庆综合交通服务中心
（换乘中心）项目已列入《北京市
2022年冬奥会场馆及配套基础设
施总体建设计划》 和本市 《2019
年重点工程计划》， 预计到2020
年建成使用。

延庆将新添一座换乘中心 明年建成

本报讯 （记者 周美玉） 8月7
日是中国传统的情人节七夕，当
天， 首都博物馆特别增加晚场延
时开放， 同时策划一系列以馆藏
精品中爱情元素为切入点的创意
主题活动， 让情侣夫妻在博物馆
中来一次特别约会。

据了解，晚场将在民俗、玉器

和瓷器展厅， 为观众奉献七夕乞
巧民俗讲解， 带领观众赏析馆藏
爱情寓意文物；以馆藏玉器“白玉
鸳鸯柄圆盒”为创作灵感，让100
对预约情侣夫妻在礼仪大堂同心
协力创作“鸳鸯和合”彩沙绘画。
此外， 七夕全天在四层戏楼还将
播放七夕主题剧目《天仙配》。

首都博物馆七夕开夜场邀市民相约


